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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０２对葡萄贮藏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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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无核白葡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ｅｅｄｌｅ豁）为试材，研究了Ｃ１０ｌ（２５、５０和１００ ｍｇ九）浸泡处理（１０、２０和３０

ｍｉｎ）对葡萄贮藏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Ｃ１０ｌ有利于保持果梗的颜色和果粒的颜色、形态、硬度，保留果实中滴
定酸和Ｖｃ含量，减少葡萄的腐烂率。低浓度短时间浸泡处理对保持葡萄品质是有利的，高浓度长时间处理对其
品质会有损害。
关键词

Ｃ１０ｌ，葡萄，贮藏品质

葡萄鲜果以其甘甜多汁、营养丰富而深受人们的
青睐，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食疗价值。近几年来，

定，其滴定酸、总糖、Ｖｃ分别为０．５８％、１１．０％、２７．１
ｐｇ儋，硬度值为１

由于栽培面积的扩大，每年秋季大量鲜葡萄涌入市
场，造成市场积压，加上葡萄皮薄水分含量高，易受病

４５４．９ ｇ。

市售Ｃ１０２消毒粉剂。
１．２主要仪器设备

菌侵染而腐烂变质，给鲜食葡萄的贮藏运输、市场拓

ＴＡ＿ＸＴ２ｉ物性测定仪（英国Ｓｔａｂｌｅ Ｍｉｃｒｏ

宽、延长销售时间等带来困难，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ｔｅｍｓ），ｐＨＳ一３Ｃ型数字式酸度计，ＧＢ２０４型分析天平，

Ｓ０２处理是目前防止葡萄贮藏腐烂普遍采用的有效

２００４—２１（５０１）超级恒温水浴锅，匀浆机、微型冷库（济

方法，但是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和国际贸

南科达尔公司）。

易中食品安全技术壁垒，葡萄内亚硫化物的残留问题

１．３试验方法

以及对某些过敏人的危害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

１．３．１样品处理

注。

配制浓度为２５、５０、１００

ｓｙｓ—

ｍｇ几的Ｃ１０２溶液，取

Ｃ１０２是一种强氧化剂，是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

适量无核白葡萄分别浸入３个浓度的Ｃ１０２液中，处

和世界粮农组织（ＦＡＯ）向全世界推荐的Ａ１级广谱、

理１０、２０、３０ ｍｉｎ。每一处理做３个平行样。取出后

高效、安全化学消毒剂，在业内被称为第４代消毒剂，

晾干，放入聚乙烯袋中，扎口，在袋子上打数孑Ｌ。样品

具有很强的杀菌能力，可有效杀死微生物；同时杀菌

预冷后放人冷库中，库温为（０±０．５）℃，贮存６０ ｄ时

过程不产生有害物质，无气味残留，被处理果蔬原有

进行保鲜效果测定。

风味不变，不影响食品的风味和外观品质，是目前国

１．３．２测定方法

际上公认的性能优良、效果最好的食品保鲜剂¨＇２ Ｊ。
１９９６年，我国ＧＢ一２７６０将稳定性Ｃ１０２列入食品添

总糖测定：直接滴定法；酸度测定：酸碱滴定法；
Ｖｃ含量测定：２，６一二氯靛酚法。

腐烂率／％＝丝絮纛俨×１００

加剂中作防腐剂，使用范围为果蔬保鲜、鱼类加工，该

腐烂率计算：

标准同时将Ｃ１０２列为食品加工助剂【３｜。２００４年美
国ＦＤＡ将Ｃ１０２批准为果蔬杀菌剂Ｈ Ｊ。试验以无核

硬度测定：物性测定仪法，测定条件为探头，

白葡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为试材，研究Ｃ１０２对葡

Ｐ１００压缩圆盘；测前速度，２．０ ｍｍ／Ｓ；测定速度，１．０

萄贮藏品质的影响，以期为葡萄贮藏保鲜寻求新的方

ｍｍ／Ｓ；测后速度，５．０ ｍｍ／Ｓ；下压距离，８ ｍｍ；力单

法。
１

位，ｇ。

材料与方法

１．１材料

２．１

无核白葡萄，购于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经测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杜金华为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一１２—２９，改回日期：２００５—０３—１８

２００５ ＶｏＩ．３１

万方数据

２

Ｎｏ．４（ＴｏｔａＩ ２０８）

结果与分析
ｃ１０２浸泡对葡萄外观形态、色泽及腐烂率的影

响
外观形态、色泽是消费者购买水果的首选指标。
出库后水果的外形丰满程度、色泽是否鲜艳、有无腐

烂病斑等是评价贮藏效果的第一要素。由于Ｃ１０２对
叶绿素有保护作用Ｌ５ Ｊ，经过Ｃ１０２处理的葡萄，果梗青

冰
、

蛔

绿，果粒饱满，对照果梗干枯发黄。对照、５０ ｍｇ／Ｌ处

船跖弘匏

加
盛
侧
壤

理３０ ｍｉｎ和１００ ｍｇ／Ｌ ３个时间的处理均使果粒有
轻微的转红现象，而其余处理的果粒颜色正常。

蠊船舶

ｎ．ｎ．

：ｒ］
ＣＫ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１）无核白葡萄表皮中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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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号

色儿茶酚在氧化酶（如多酚氧化酶、过氧化氢酶等）存
在的情况下，被氧化成红色化合物邻二醌【６ ｏ；或被
Ｃ１０２氧化为邻二醌，使果皮转红。（２）Ｃ１０２与酶蛋

ＣＫ：对照处理；１：２５ ｍｇ／Ｌ Ｃ１０２处理１０ ｍｉｎ；２：２５
理２０ ｍｉｎ；３：２５ ｍｇ／Ｌ

ｍｇ几Ｃ吼处理２０

１０ ｍｉｎ；５：５０

白中的含硫氨基酸反应，引起酶蛋白结构或性质的改
变，使酶的活性降低【１ Ｊ，从而抑制酶促褐变，保持水

ｒＩｌｉｎ；７：１００ ｍｇ／Ｌ

ｎｌｇ／Ｌ

ｍｉｎ；４：５０ ｒＩｌｇ／Ｌ

ｍｉｎ；６：５０ ＩＩｌｇ／Ｌ

Ｃ１０２处

Ｃ慨处理

Ｃ衄处理３０

Ｃ１０２处理１０ ｍｉｎ；８：１００ ｒＩｌｇ／Ｌ Ｃ１０２处理２０

ｒＩｌｉｎ；９：１００ＩＩｌｇ／ＬＣ峨处理３０ｍｉｎ

果的颜色。

Ｃ１０２浸泡对滴定酸的影响

图１

Ｃ１０２可以显著减少水果病原菌ｒ ７｜。由表１可以

Ｃ峨处理３０

ｃ１０２浸泡对葡萄总糖含量的影响

２．３

看出，葡萄贮藏６０ｄ时各处理均有不同程度的腐烂发

总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葡萄果实的口感和风味，

生，经过Ｃ１０２浸泡处理的腐烂率均低于对照。在相

是果实甜味的重要来源和贮藏物质。由图２可以看

同时间下，随着Ｃ１０２处理浓度的增加，腐烂率基本上

出，经过２５ ｍｇ／Ｌ的Ｃ１０２浸泡液处理，总糖含量随

是下降的；在相同浓度下，处理时间越短，果实腐烂率

着处理时间的增大而增大，均大于对照值，但效果并

越低。这是由于Ｃ１０２具有很强的杀菌能力，能钝化

不明显；５０ ｍｇ／Ｌ、２０ ｍｉｎ时的Ｃ１０２浸泡处理对总糖

或杀灭葡萄腐败菌，但长时间浸泡处理对葡萄表皮可

的保存率较低，低于对照值；而处理１０、３０ ｍｉｎ时，保

能有破坏作用，引起腐烂率增加。

存率大于对照值；１００ ｍｇ／Ｌ的Ｃ１０２浸泡液处理不同

表ｌ

ｃ１０２浸泡对葡萄腐烂率的影响（贮藏６０ ｄ）

时间对总糖的保存率低于对照。２５
Ｌ １０、３０

ｍｇ几和５０

ｍｇ／

ｍｉｎ的Ｃ１０７浸泡处理利于葡萄贮藏期间总

糖的保存，而较高的浓度（１００ ｍｇ／Ｌ）下这种作用则
不存在。研究表明，在逆境胁迫或衰老过程中，植物
细胞内活性氧的产生和清除平衡受到破坏，膜脂过氧
化而导致膜系统伤害旧Ｊ，高浓度的Ｃ１０２提供的分子
氧可能起到了这种作用，使细胞膜透性增大，细胞内
的糖分外渗，导致糖含量减少。
０．５
１０
９．Ｓ

２．２

ｃ１０２浸泡对葡萄滴定酸的影响

８．５

毋＼稠如冀趱

中，酸作为呼吸底物被消耗，含量不断下降。由图１

滴定酸的保留＞２５

ｍｇ几处理中，５０ ｍｇ几的处理对
ｍｇ几和１００ ｍｇ／Ｌ的处理，而后

两者滴定酸含量相差不多。在１０、２０、３０ ｍｉｎ ３个时
间的处理中，以１０ ｍｉｎ的处理对滴定酸保留值最高，
２０

ｍｉｎ和３０ ｍｉｎ的处理对滴定酸的保留相当。其

ＣＫ

明ＣｌＯ’浸泡１０ ｍｉｎ时对滴定酸有较高的保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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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号
ＣＫ：对照处理；１：２５ ｍｇ／Ｌ Ｃ１０２处理１０ ｍｉｎ；２：２５ ｍｇ／Ｌ Ｃ１０２处
理２０ ｍｉｎ；３：２５ ｎｌｇ／Ｌ
１０ ｍｉｎ；５：５０ ｍｇ／Ｌ
ｍｉｎ；７：１００ ｍｇ／Ｌ
ｍｉｎ；９：１００

中，５０ ｍｇ／Ｌ的Ｃ１０２处理１０ ｍｉｎ对滴定酸的保留值
最高，为０．５７２ ５％，保留率达９８．７％，损失极少。说

ｎ

８
７．５

可以看出，Ｃｌ鸥浸泡处理对滴定酸的保留均大于对
照。在２５、５０、１００

门ｒ］ｒ］

９

滴定酸对于水果品质有较大影响。在保鲜过程

ｍｉｎ；４：５０ ＩＩｌｇ／Ｌ

Ｃ１０２处理１０ ｍｉｎ；８：１００

ｍｇ几Ｃ１０２处理３０
图２

２．４

Ｃ吼处理３０

Ｃ吼处理

Ｃ慨处理２０ ｍｉｎ；６：５０醒几Ｃ１０２处理３０
Ｈ１９／Ｌ

Ｃ１０２处理２０

ｍｉｎ

Ｃ１０２浸泡对总糖含量的影响

ｃ１０２浸泡对葡萄Ｖｃ含量的影响
由于果实本身含有促使Ｖｃ氧化的酶（抗坏血酸
２００５年第３１卷第４期（总第２０８期）ｌ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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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翟翻譬幽塑望业堕堕！塑坚！型！型盟里！堕ｌ
氧化酶），因此在贮藏过程中Ｖｃ会逐渐被氧化减少；

Ｃ１０２抑制了ＰＥ或ＰＧ的活性，使果实软化的进程减

虽然低温可使Ｖｃ的稳定性提高，但当贮藏温度＞一

缓；也可能是由于浸泡过程中葡萄吸收水分，细胞膨

１８℃时，仍将导致Ｖｃ显著的损失【９ Ｊ。由图３可知，

胀压增大，使葡萄显示出较高的硬度。

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和处理浓度的增大，Ｖｃ含量逐

｜善

渐减少，但均大于对照值。２０ ｍｉｎ和３０ ｍｉｎ的处理

湖瑚
咖
咖
啪
瑚

对ｖｃ的保存在３个浓度下相差不多；所有处理中，
以２５ ｍｇ／Ｌ、１０ ｍｉｎ的处理对Ｖｃ的保存率最高，达

暑，世罄

到７６．６％。根据Ｃ１０２的性质，它是一种强氧化剂，
Ｖｃ是还原剂，易被氧化，因此推测可能是由于低剂量
的Ｃ１０２处理较短时间时对葡萄的保鲜占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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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号

能够起到对Ｖｃ的保存作用；而当Ｃ１０２处理浓度和
ＣＫ：对照处理；１：２５ ｍｇ／Ｌ Ｃ１０２处理１０ ｍｉｎ；２：２５

时间增大时，Ｃ１０２的氧化作用开始体现，导致Ｖｃ含
量降低，但１００

ｍｇ几、３０

Ｃ１０２处

ｒｎｇ／Ｌ

理２０ ｍｉｎ；３：２５ ｒｎｇ／Ｌ Ｃ１０２处理３０ ｍｉｎ；４：５０ ｍｇ／Ｌ Ｃ１０２处理

ｍｉｎ的处理对Ｖｃ的保存率

１０ ｍｉｎ；５：５０ ｍｇ／Ｌ

仍然大于对照７．６个百分点；研究发现，如果将氯化

ｍｉｎ；７：１００ ｍｇ／Ｌ

物（Ｃ１２，ＨＯＣｌ，Ｃ１０２等）作用于食品的表面，它导致维

Ｃ１０２处理２０ ｍｉｎ；６：５０

ｆ１１９／Ｌ

Ｃ１０２处理３０

Ｃ１０２处理１０ ｍｉｎ；８：１００ ｒＩｌｇ／Ｌ Ｃ１０２处理２０

ｍｉｎ；９：１００ＩＩｌｇ／ＬＣｌ０２处理３０ｍｉｎ

生素的损失相对较小ｕ ０｜。说明Ｃ１０２浸泡处理可对

图４

Ｃ１０２浸泡对葡萄硬度的影响

葡萄中ｖｃ含量起到较好的保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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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饱满程度，减少葡萄的腐烂率，保留葡萄中滴定酸
和Ｖｃ含量，对保留总糖含量有一定效果。低浓度短
时间的浸泡处理对保持葡萄品质是有利的，高浓度长
时间的处理对品质会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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